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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 月 9
日是高考的第三天，也是高中学业
水平选择性考试的第一天，当天全
市各考场秩序井然，全体考生体温
无异常，考风考纪良好，无违规违
纪现象发生，各项工作秩序井然。

三亚日报记者了解到，当天考
试科目上午为物理、政治，下午为
化学。三亚共有 1806 人报考物
理，1957 人报考政治，2593 人报考
化学。当天三亚考区物理科3人缺
考，政治科 11 人缺考，化学科 4 人
缺考。

副市长周俊继续靠前指挥，全
天在市高考指挥中心坐班监督考

风考纪，并参加省指挥中心召开的
工作部署视频会，汇报三亚当天考
试总体情况。

当天，市公安部门出动警力共
330余人次，出动警车118辆次，并
设立应急点3个，爱心服务点9个，
爱心护考的士 6辆，在考点周边安
排特警开展武装巡逻工作，安排交
警铁骑在考点周边巡逻指挥，防止
车辆乱鸣喇叭和交通拥堵情况发
生。

消防部门派驻骨干力量12名、
应急消防车2辆对两个考点进行现
场保卫，指战员随身携带灭火器、
灭火毯及水带对考场周边环境进

行不间断流动执勤。
市综合执法部门派出执法人员

57 人次，执法车辆 9 辆次，引导考
生有序进入校园，并对考点周边市
容秩序及乱停放行为进行管控，规
范乱停放非机动车 84 辆，疏导扎
堆家长108人次。

市交通部门共派出 28 辆大巴
车点对点运送考生直达考场，使用
出租车86辆次接送监考老师，各接
送点各储备3辆应急出租车备用。
并安排执法人员现场检查、监管，
督导企业优质服务。当天共使用
车辆270辆次，输送师生3600余人
次。此外，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向社

会征集的100多名爱心驾驶员继续
参与“爱心送考”活动，保障考生顺
利到达考场。

市卫健部门为两个考点各派驻
了1名疫情防控专职副主考、2名医
护人员和1辆120救护车，协同考点
校医共同组成考点医疗防控专班，
指导考点做好考生体温测量、环境
消杀等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市场监管部门派出36
人次对10个考生用餐点及食宿点开
展现场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供电部
门共派出142人次，出动保供电车辆
25辆次，应急发电车2台次，应急发
电机2台次护航高考。

高考第三天三亚考场秩序井然
三亚传媒影视集团向社会征集的100多名爱心

驾驶员继续参与“爱心送考”

7月 7日是高考第一天，三亚市第一中
学的考场外，一抹律动的红色格外引人注
目。30 余位三亚华侨学校的校领导和高
三全体教师组成的陪考队伍，为2020年高
考考生加油助威。

“红色的 T 恤代表 2020 年高考开门
红！”三亚华侨学校副校长罗云霄激动地
说，当天来到现场的校领导和高三教师共
有30多位，今年也是学校送考陪考的第八
个年头，今后送考陪考的传统将继续保
持，为学校传递高考心声。

“7月6日我们在学校的操场上举行了
隆重的送考仪式，全校师生一起为2020年
高考考生加油打气。”罗云霄告诉记者，当
天学校给每一位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赠

送了《宪法》，佩戴毕业纪念章，预示着十
八岁的他们已由少年到成人，愿他们自信
迈过高考坎，人生向前继续拼。

在送考仪式上，三亚华侨学校的校领
导敲响了 7 面大鼓，为 7 月 7 日的高考生
壮行，并放飞了50只希望之鸽。随后由考
生们向教师送鲜花，一起列队通过高考成
功之门。

“7月 10日高考结束前我们每天都会
送考生进考场，迎他们凯旋。”谈到学校温
馨鼓舞的高考送考陪考举动，罗云霄说，
正是因为学生的刻苦，家长的付出和学校
的呵护，三亚华侨学校历年中高考各项指
标均稳居三亚市前列，连续三年高考进出
口系数全市第一。

三亚华侨学校老师组团陪考：

一抹红色 只为考生满堂红
见习记者 李响 本报记者 洪光越

高考考的不只是考生，还有他们的老
师。为保证考生以最佳状态参考，陪考老
师一点也不轻松。

“今天下午考英语，老师现在叮嘱一
下：我们出发时间有变，下午一点钟你们要
起床，一点二十分我们要上车出发去考
点！所以大家中午要早点休息。”黄辉是海
南鲁迅中学高三（1）班的班主任，今年第一
次当陪考老师，负责给27名考生带队。她
每天都反复确认送考事项，安排好考生的生
活作息。“学校为考生准备了作息时间表，我
必须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督促考生。”

由于鲁迅中学考生几乎为住校生，所
以学校利用7月 8日上午的时间安排考生
自习。黄辉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最后
的考前指导。看到老师这么负责，考生们
很感动。“除了辅导功课，每科考试后，老
师还帮我们收好准考证和文具，以免我们
弄丢。”

在校考生安排妥当，居家考生同样要
“操心”。今年是海南高考改革第一年，考

试不分文理科，学生们自由选择三科考
试，这给学校的车辆安排增加了很大难
度。考试期间，鲁迅中学高中部校长杨国
轩亲自和公交公司对接，安排车辆。“高中
部领导班子和全体高三班主任建了微信
群，有事随时解决。何时出发、几点到达
考点，都做了详细安排。”

7月 8日午休后，鲁迅中学的563名考
生开始前往广场乘坐送考公交，两位老师
也全程陪同。黄辉在车里发放考试用品，
杨国轩在车外与公交公司负责人清点人
数，一切对接无误后，16辆公交车组成的
送考车队出发了。

“下午考英语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加油！ 985！211！”
在《好运来》的歌声中，考生们以轻松

的心态抵达考点。看着考生们全部安全
有序地进入考点，陪考老师们也松了一口
气。“我陪考差不多有 10 年了，一想到是
我亲自把他们送到考场、送进大学里，就
很有成就感，当老师这一辈子值得。”

海南鲁迅中学老师连续10年陪考：

四天操劳 只愿考生金榜题名
三亚传媒融媒体记者 张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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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7 月 9
日上午，海南高考高中学业水平选
择性考试的第一天，政治科目海南
卷一考完就引起师生和业 内人
士的热议。大家普遍认为今年高
考思想政治命题围绕社会生活的
重大主题，融入战“疫”内容，聚焦
脱贫攻坚，选材海南自贸港建设，
着眼扩大开放新举措，彰显立德树
人时代性，引导学生培育政治认同

素养，为全面发展奠定思想政治素
质基础。

“难度不是很大，紧跟高考改革
的方向。”海南中学三亚学校高三政
治老师卓宏持表示，思想政治试题
巧妙设计情境，让学生感受疫情防
控阻击战体现的科学精神，彰显以
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认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如试卷
中的主观辨析题内容，材料涉及西

方资本主义在疫情中对待富人和平
民不同的态度：富人可以没病也检
查，平民只能苦苦等待。对此，有人
说，人生就这样。这考查了学生的

“价值观”，以及对不同国家性质和
社会制度的理解，加强学生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

卓宏持认为，政治考题强调理
论联系实际，知识考查围绕解决问
题展开。在聚焦问题解决的同时，

重视对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强调学生思维分析能力的
培养。命题以高考评价体系为依
托，落实高考改革要求，在体现立
德树人时代性上下功夫，在德智体
美劳全面评价上下功夫，在聚焦关
键能力考查上下功夫，鲜明体现学
科性质特点，助力发展素质教育。

“主观辨析题中利用文化知识
对更路薄做两个活动，这个材料提
及的是开拓精神。主要是考查我
们的文化继承，发展和创新。”市一
中考生李旻晓告诉记者，这些知识
点很契合海南实际，要靠平时的收
集。

政治试卷考题：

紧扣时代主题 彰显立德树人内涵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今年是
我省高考改革试行新 规的 第一
年。7 月 9 日是高考的第三天，也
是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的第
一天。当天考试结束后，对于高考

“3+3”改革，考生、家长、老师，以
及业内人士纷纷认为，这确保了教
育的“公平”和“公正”，打破了一考
定终身的模式，破除文理分科带来
的积弊，不仅给学生更大的选择空
间，也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可以
更科学地评估成绩。

“作为‘新高考’的参与者，虽
经历了很多的探索和不易，但还是
感到很荣幸，收获了许多新思想，
新方法。”海南中学三亚学校高三
年级长何翠平说，“新高考”打破了
传统的文理分科，采取的是“3+3”
模式，即必学的语数外三科，外加
物化生政史地中自选的三科。这

样的设计，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
长和兴趣，扬长辟短，发挥特长，尊
重了学生的个性选择，增加了学生
自己选择的权利，促进了学生专业
特长的发展，高考也从“标配”时代
进入一定意义的“自选”时代，体现
了一种高层次的教育公平。它的
最大的亮点是增加了学生的自主
选择权，旨在通过优化招生制度，
深入推进素质教育，扭转片面的应
试教育倾向，为学生成长、成才提
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舞台。

“海南省是全国第二批与北京、
山东、天津同时进行高考改革试点
的省市之一。”市教育局考试中心工
作人员黎力介绍，改革第一项便是
打破文理科概念，学生可以根据自
己的爱好自由选择。今年是首次考
试。在市教育局的指导下，三亚分
别于去年11月 30日-12月 3日、今

年6月2日-3日组织了两次模拟高
考演练，充分利用模拟考试演练的
机会，让考生和家长熟悉“新高考”
考试程序以及注意事项、填报志愿
等关键环节。今年填报志愿不分批
次，一次填报，考生可填报多所高校
的上百个专业。

“今年是文理不分科的第一届考
试，对学生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
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或擅长的科
目，学习更加有主动权。”海南中学
三亚学校高三考生黎人宁的妈妈陈
玉珍告诉记者，作为家长，自己希望
孩子能开心、健康的学习成长，考取
他心目中理想的大学，继续开心地
学习和生活，无论他选择了哪所大
学，家人都支持并祝福他。

“我选择的是化学、历史、地
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喜欢，当然
也要结合成绩，毕竟高考还是要考

自己比较擅长的科目。”市一中高
三考生李其存说。

“‘3+3’模式打破了传统的文理
分科模式，这种模式着眼于学生终
身发展的学科取向，能促进人才的
多样化培养。”人大附中三亚学校校
长宓奇认为，目前，各地高中学校已
经基本达成了“新高考”模式下高中
课程和教师队伍建设的格局，但由
于教师配置状况、学习场所数量、科
目学习难度、海南省内不同学科选
考学生群体特征、成绩换算机制等
诸多因素对选科结果均存在影响，
学生不能仅从兴趣偏好出发进行简
单的选科判断。学校也应该充分关
注省内高考政策和各高校专业招生
对选考科目的限制，基于学生的专
业选择志向和各科目的学业基础，
有针对性的进行学业规划指导，实
现最优化的选择结果。

高考从“标配”时代进入一定意义的“自选”时代，三亚教育人士认为——

“3+3”高考改革让学生有了更多选择

7月 9日 7时许，三亚供电局工作人员
黎上广一大早便从家里出发，提前来到三
亚市第一中学考点和同事一起对考点的
供电设备进行开考前的最后一次巡查。

“检查完毕，确认一切正常。”黎上广
一边和同事核对配电间的设备负荷监测
情况，一边将检查结果记录在记录本上。
尽管已在三亚供电局工作了 3年，但参加
此次高考保供电却让他感触良多。

原来，作为市一中 2013 届毕业生，这
是黎上广高中毕业 7年后，首次重返母校
充当电力“陪考人”。

这次回到母校，黎上广不再是坐在考
场里答卷的考生，而是高考保供电队伍的
一员。踏进母校大门，那段奋笔疾书的日
子历历在目。“今天我是学长，也是‘电长

’。想不到重回母校是以这种方式，能为母
校出一份力，我觉得很自豪。”黎上广说。

作为市一中的毕业生，黎上广当起了
向导，带同事们行走在配电房和教学楼之
间。他们依次对配电房高低压配电柜进
行检查，监护操作人员完成双路供电的电
源切换试验，确定双路电源可靠，对重要
负荷低压出线柜进行测温测流，排除隐
患，监护操作人员对发电机进行启动试
验，确保发电机正常运行且油料充足。

顶着烈日奔波在多个教学楼间，黎上
广汗流浃背，但他一点都不觉得累。“我从
这里走出变成了一名‘供电人’，如今再回
母校为学弟学妹们保驾护航，是一件自豪
的 事 。 祝 他 们 高 考 顺 利 ，都 能 达 成 所
愿！”黎上广笑着说。

三亚供电局工作人员黎上广高中毕业7年后返校提
供保电服务：

昔日高考答卷生 今日电力“陪考人”
本报记者 李少云

高考，感谢有你

“送考的大巴车往前开，小车即停即
走。”这是高考期间，三亚交警天涯大队金
鸡岭中队中队长梅振隆说得最多的一句
话。在市一中考点，梅振隆时隔 14年后，
再次回到母校“参加”高考，不同的是，这
次他是以人民警察的角色，为学弟学妹们
保驾护航。

14 年前，梅振隆 18 岁，参加高考时，
护考的警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学
毕业后，梅振隆回到三亚，如愿当上了一
名警察。今年，从警 9年的他首次以交警
的身份参加护考。

“高考前几天，我们就对市一中考点周
边的路段下足了功夫。”梅振隆说，考试期
间主要工作是对考点周边路段实施临时交
通管制，禁止各类车辆在考点路段鸣笛。

“虽然相关信息已经在网络平台发布，但我
们仍要在考点周边路段完善标示标牌和交
通设施，降低外界因素对考生的干扰。”

高考期间，市一中考点共部署44名警
力。每天早晨，梅振隆和同事会在开考前
2个小时准时上岗，对当天早高峰的交通
状况进行预判，同时维护凤凰路、荔枝沟
路等路段的交通秩序，保障送考的大巴车
顺利通行。即使当天考试结束，金鸡岭中

队仍会执勤到晚上11时。

7 月 9 日上午，在考点周边的凤凰路

上，一辆小轿车突然抛锚，为不给送考车辆

造成影响，梅振隆当即与几名交警路管员，

合力把抛锚车辆推至安全路段。梅振隆

说，高考期间，交警的职责就是尽一切力量

保障考点周边安全，为考生保驾护航。

“执勤期间，最让我感动的是，考生给

我们送水和竖大拇指。”梅振隆说，时隔14

年，他以人民警察的角色，再次回到母校

“参加”高考，对他来说不仅是一份荣耀，

更多的是责任。

三亚交警梅振隆：

时隔14年，再次回到母校“参加”高考
本报记者 洪光越

梅振隆在考点路段指挥交通。
本报记者 洪光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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